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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购彩者为中心 体彩“变装”复工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全国

多地符合条件的区域已有序恢复体育彩票
的发行销售工作。经过漫长的等待，当购彩
者来到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体彩实体店时，却
发现这里变了模样，体彩代销者也开始了新
的工作节奏，而这些都是为确保购彩者安全
出现的新变化。

增加隔离物料

让购彩者安心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珲春街中段的鑫
龙彩吧以往是周边群众逛夜市的歇脚点，这
家体彩实体店面积大，有沙发还禁烟，所以
大家愿意来。偶尔也有等待订单的外卖送餐
员到店里歇歇脚，喝杯水。“哪个体彩代销者
不期盼店里热热闹闹的呢？但现在防疫工作
依然不能放松，所以要尽量避免店内人员聚
集。”体彩代销者刘鑫龙向记者介绍：“店里
有专门负责客户引导的销售员，除了检查进
店人员是否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外，还要劝
导那些喜爱高频快开游戏的购彩者，可以在
店外等候开奖，购彩者们也很配合。”

为更好地保护销售人员与购彩者的安
全，刘鑫龙对店内的销售柜台重新进行装
修，增加了透明的塑胶遮挡帘，只留几个递
票窗口。他说：“除了减少接触，提升出票效
率，也更利于客户排队，一对一销售，即买即
走。”

刘鑫龙要求销售人员要佩戴口罩，每天
测量体温两次，每天中午打开门进行通风。
结束营业后，销售人员会用稀释过的消毒液
擦桌子、地面和电脑。刘鑫龙说：“采取有效
的防疫措施是保护大家的安全。我们要让走
进实体店的每个人感到安心。”

实施窗口销售

宣传物料外移

自恢复体育彩票发行销售以来，天津体
彩中心通过网络视频连线、工作人员到店巡
检以及客服电话调研等方式全面检查体彩
实体店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窗口式”销
售也成为天津体彩人口中的一个新名词。

最近几天清晨，天津津南区体彩代销者
杨开伟来到实体店，对店内进行全面消毒

后，便把销售柜台移到店门口，开启“窗口
式”销售，每次接待一位购彩者，并提示大家
间隔1米以上距离排队购彩。“特殊时期，安
全第一，以往我店里的服务宗旨是事无巨
细，希望能留住购彩者在店里，但是现在采
用‘窗口式’销售，尽量减少大家停留的时
间，避免购彩者聚集。”杨开伟说，按照天津
体彩中心建议的‘窗口式’销售，大家心里比
较踏实，“这样能更好保证购彩者的安全。以
往我们精细化服务是为了提升购彩者的体
验，特殊时期我们改变工作模式则是对购彩
者的身体健康负责，这两者并不冲突。”

开启“窗口式”销售之后，杨开伟把自己
的电脑接上外接显示器，屏幕面向购彩者，
会显示体彩销售的相关信息，比如大乐透奖
池或竞猜场次等。他表示，“顾客不能进到店
里，我就想办法把重点宣传物料向外移，为
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杨开伟期待疫情
结束后，大家都能回到店里，热热闹闹地购
彩，重现往日的欢声笑语。

开车走街串巷

做公益树口碑

上 午 9 点 ，宁 夏 固 原 市 原 州 区
6425080043号体彩实体店代销者马生昌和

妻子明生兰来到店里，开门通风，用清水拖
一遍地。“前一天晚上，店里用消毒液进行了
消毒，我担心一些顾客不喜欢消毒液的味
道，得用清水擦一下。”打扫完卫生，马生昌
将走势图进行更新，检查一遍电脑和彩票销
售终端之后，便将销售工作交给妻子，他戴
上口罩，开着自己家的小车出门了。

对于马生昌的“不务正业”，明生兰却笑
着说：“现在刚恢复营业，购彩者比较少，我
一个人能忙得来，他更辛苦，每天开车到处
跑。”

作为一名抗疫宣传志愿者，马生昌开着
车不仅走遍原州区城区的各个小区，还驶入
周边乡镇。谈起“卖彩票的老马”，大家都说
他有一副热心肠。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很多
小区进行封闭管理，马生昌的宣传车临时充
当物资采购车，帮不便外出的居民买生活必
需品，也帮周边村镇里的村民买一些应急药
品。

如今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各行各业陆
续复工，马生昌认为抗疫宣传还不能放
松，自己的抗疫宣传车还得再开一些日
子。马生昌说：“这两个月我认识了很多新
朋友，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了解体彩。我
向他们讲解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筹
集的公益金用于扶贫事业、教育助学、医
疗救助等很多公益事业中。他们了解后都
说购彩是件好事，以后要来我的店里做
客。”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虽然疫情防控呈
现持续向好的态势，体彩人助力疫情防控的
意识并未松懈。在体彩恢复销售之后，他们
依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体彩人的责
任与担当，为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丰佳佳)

捕捉成长投资机会 新华精选成长主题FOF揽尽成长好基金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
科技板块带动下，成长风
格基金表现不俗。WIND
数据显示，截至3月20日，
WIND成长风格型基金指
数最近一年上涨16 . 78%，
在各基金风格指数中排名
第1。不过，由于成长风格
基金净值波动大，长期业
绩分化明显，如何选择靠

谱成长风格基金，成为普
通者捕捉成长投资机会的
一道难题。据悉，新华精选
成 长 主 题 3 个 月 持 有 期
FOF是市场上少有的聚焦
成长风格基金的FOF，该
基金将于4月1日起发行，
投资者可适当关注。

去年以来成长风格基
金风头强劲，不过这类基

金 业 绩 分 化 也 较 大 。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
20日，wind成长型基金近
一年、近三年、近五年首尾
业绩相差分别达106、229、
290个百分点。如何从中挑
出风险收益性价比较好的
成长风基金，对普通投资
者选择靠谱基金提出挑
战。

99分！马自达品牌高居合资品牌新车质量榜单第一名

3月 1 5日 ，《 汽 车 之
家》发布2019年乘用车新
车质量报告，马自达品牌
以99分高居「海外品牌国
产新车(合资品牌)质量榜
单」第一名。4月3 0日前，

2020款MAZDA CX-5全
系限时升级，1 8 . 8 8万元
即可驭享 2 . 5 L车型，同
时，全系车型可享24期·0
利率金融贴息政策；2020
世 界 年 度 车 次 世 代

MAZDA3昂克赛拉购车
可享 2 4期 0利率；对于坚
守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医
护人员，6月30日前购车，
可享指导价2%的专项补
贴。

工银瑞信基金谭冬寒：医改推进有利于整个医药行业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工银瑞信基金谭冬寒表
示，这次疫情凸显出健全
医疗体系的重要性和改

革的迫切性，为改革推进
奠定了良好群众基础。我
们相信下一步医改的推
进对整个医药行业发展
都是有利的，值得期待！

wind数据显示，截至3

月11日，谭冬寒管理的工银
瑞信医药健康股票成立以
来累计回报达104 . 94%，区
间跑赢业绩比较基准达
100 . 33%，年化收益率达
55 .76%，位居同类基金第2。

最新研究表明美国开心果是五岁以上人们的“完全蛋白”

开心果加入藜麦和大豆作为动物蛋白的替代品

近期的一项研究结
果显示，开心果中蛋白质
含有人体所需9种必需氨
基酸，因此，它也属于完
全蛋白。这就意味着开心

果中所含的蛋白质也属
于优质蛋白，与大豆蛋白
一样，也可以作为膳食优
质蛋白的一个来源，此项
研究所用到的开心果均

产自于美国。对于那些想
要携带方便且不需要烹
饪的完全蛋白的活跃成
年人和运动员来说，这是
一个好消息。

尸源协查通告

2020年1月7日，我局刑侦大队民警在环翠区温泉镇西七夼村砖厂后山，挖出一具男性尸体。该尸体基本情况

如下：尸体高度腐败，大部分呈白骨化；尸长154厘米；上身穿蓝色长袖上衣(反穿)，胸前有“爱恩服饰”字样；上身

内穿白底蓝色条纹短袖上衣；下身着蓝色长裤。

该尸体暂未查明身份信息，请知情者联系我局刑侦大队，地址：威海市文化东路45号，电话：5853200。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

2020年3月25日

校园内外

乳山市实验中学为做好开学前的准备工

作，针对7个场景进行了“实战”模拟演练，以检

验开学各项准备工作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于瑞萍）

南黄镇中心学校通过微信、QQ、公众号等

引导学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引导学生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鲁斌）

为了确保疫情期间每个学生都能用上自己

的课本，乳山市海阳所镇中心学校老师变身“逆

行快递小哥”，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王旭辉）

为进一步做好德育工作,提高教育质量,大

孤山中心学校利用工作群举办了“立足实际,提

升效能”为主题的班级管理培训会。（王荣红）

宅家“云”学习，“疫”外收获多。乳山口镇中

心学校“五育”并举，利用钉钉等对学生居家学

习开展线上指导活动。 （马红）

近日，乳山市畅园学校认真扎实做好防疫

工作，为安全开学做好充分准备。一是建立教师

学生健康检测方案，需自行隔离14天后方可返

校；二是制定开学工作方案，正确应对各种应急

情况；三是做好校园防疫工作及物资准备，全面

确保开学安全。 （张静）

居家延学，乳山市怡园中学采取开设线上

体育课的方式，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让学生得到

充分的锻炼，做到学习锻炼两不误。（王丽丽）

为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为教师们搭建交

流学习的平台，近期乳山市冯家镇中心学校举

行了教学设计网上展评活动。 （马玲玲）

为了提高居家学习效率，徐家镇中心学校

建立小组学习评价机制，有效利用“小组检查记

录表”“居家学习记录表”评价工具。（曹新燕）

为实现停课不停学的目标，乳山市午极初

中全面落实对一线防疫人员子女、留守儿童、家

庭困难子女等的帮扶工作。 （仇冬梅）

乳山口初中为提升学生防疫情意识，通过

各种平台向学生宣传疫情防护知识，让学生观

看相关视频，效果显著。 （郑建辉）

西苑学校组织师生观看防疫节目，深刻感

受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同抗“疫”的坚定决心与

感人壮举，激发为国图强的进取之情。(张素丽)

为了丰富学生居家学习，诸往镇中心学校

举行了以“科技筑新梦，创意促成长”为主题的

家庭科技节活动，掀起了学科学的热潮。(方蕾)

大胆！新手司机醉驾闯卡

刚领驾照才6个月，董
某就醉酒驾车闯卡被查获，
不仅要面临法律的严惩，驾
驶证也要被注销。

3月17日22时许，荣成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
2 0 6国道文荣交界检查点
处执勤，一辆小型轿车由西
向东驶近检查点时，当看到
前方交警设卡查纠，突然将
车放慢车速停了下来，两分
钟后却又继续前行。执勤民
警凭借多年工作经验，察觉
此车有异样，遂示意该车靠
边停车，没想到该车驾驶员
不但没有减速接受检查，反
而一脚油门加速冲过了检
查点，执勤民警见状，立即
用对讲机联系前方同事进

行拦截。
民警将该车拦停后，民

警把驾驶员董某从车内带
出，发现驾驶员董某一身酒
气，随即要求其进行呼气式
酒 精 测 试 ，结 果 显 示 为
92mg/100ml，涉嫌醉酒驾
驶，在进一步检查过程中，
民警发现董某是2 0 1 9年9
月份刚取得的机动车驾驶
证 ，目 前 尚 在实习 期 。随
后，民警将董某带至荣成市
中医院进行抽血化验。

询问中，董某称自己当
天是去文登某医院看望个
朋友，随后他与同行人员在
当地饭店吃饭，喝了几杯酒
后，心想天色很晚了，不会
有交警执勤，没想到在回家

途中被逮了个正着，起初想
利用交警换岗空隙悄然驶
过逃避检查，临检时心里慌
乱就采取了危险举动。民警
对董某的强行闯卡行为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
法将车辆予以暂扣，等待进
一步处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的，将被处以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
内有记满1 2分记录的，注
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
资格。董某所取得的驾驶证
也将被注销。

(孔冰)

中国银行原油宝是指中行面向个人客
户发行的挂钩境外原油期货合约的权益资
产，个人客户在中国银行开立相应保证金交
易专户，并签订协议，存入足额保证金后，实

现做多与做空双向选择的原油交易工具。产

品特点：交易起点低至1桶，支持挂单交易；

支持人民币和美元同时交易，无额度限制；

资金实时清算，当天可进行多次交易；支持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E融汇多渠道

交易。

上周，因为沙特以及盟国与俄罗斯在不

断升级的石油战中加剧对抗，OPEC和非

OPEC国家联合技术委员会(JTC)的3月18日会

议已经取消，双方谈崩引发“石油危机”，国
际油价出现恐慌性下跌，但对于长期来看原
油价格的下跌就是买入的机会。与此同时，投
资者需了解原油宝交易面临包括政策风险、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在内的各种
风险。受国际上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及突发

事件的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实时波动，

充分认识到此项业务可能涉及的风险，并自

行承担价格涨跌波动引起的投资交易风险。

详 讯 中 国 银 行 各 网 点 ，咨 询 电 话

5190085、5750255、6116999、728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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